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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当前的海洋灾害风险，珠三角海岸带地区呈现出提高防护

设施设防标准与既有的城市居住密度及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日本基于

2011 年东日本地震及海啸的经验教训，提出防减结合的海岸带灾害应对

规划策略，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本文以灾后重建的规划对策—推广至

全国的法规政策—地方的多样化实施为分析脉络，摘取东日本地震后日

本海岸带防灾减灾的关键规划对策，为珠三角海岸带海洋灾害防灾减灾

规划从分级应对灾害风险的总体思路、具体的实施性防灾对策及减灾对

策、多主体协作机制三个方面提出优化建议。

Abstract: In current risk of marine disasters, the coastal zon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confronts with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demands in raising up 
the standard of safeguards and the existed urban living density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intention. Taking the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and Tsunami 
as a chance, Japan proposed planning counter-measurements of marine disasters 
in the coastal zones which integrated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It 
provides inspirations for the Chinese case.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planning of coastal zones in Japan in the sequence 
of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methods, legacies and policies which generalized 
to the nationwide, and various implementations by local authorities, and picks 
up crucial planning counter-measurements. It proposes advises for th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planning of marine disast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from three aspects: the general coping methods of marine risks in grade, the 
implementation counter measurements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the coordination system between multi-stake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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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1.1  灾害风险下中国珠三角海岸带设防与发展间的矛盾

中国东南沿海海洋灾害风险级别高，主要包括由台风

引发的风暴潮和由地震引发的海啸。

近年来珠三角沿岸屡遭台风、风暴潮侵袭。2017 年 8

月“天鸽”台风从珠海市登陆，造成广东、广西、贵州、

云南等地 74.1 万人受灾，港澳地区亦受灾严重，直接经济

损失 121.8 亿元 [1]。2018 年 9 月“山竹”台风从台山市海

宴镇登陆，造成广东、广西、海南、湖南、贵州等地近 300

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 52 亿元 [2]。上述两次台风灾害暴

露了珠三角沿岸海浪防护设施的不足。以“天鸽”台风后

珠海市为例，“天鸽”台风净水文观测设施录得珠海市外海

潮位高达 4.29 m，突破历史最高潮位的 3.37 m；珠海市沿

海作为海浪防护设施、并承担重要交通和景观功能的情侣

路，其部分路段设计潮位仅为 3.11 m，受损地方长度在 45 

km 以上，设防标准有待提高。

此外，莫哈马迪等（Mohamadi et al.）基于海啸风险模

拟计算，发现珠三角地区亦存在较高的海啸风险 [3]。仍以

珠海市为例，其沿岸受到潮高 9 m 及以下海啸冲击的风险

较高（图 1 左）；而由于城市发展的沿革，珠海市海岸沿岸

具有较高的居住密度与开发需求（图 1 右）。因此，珠三角

海岸带虽具有提高防护设施设防高度、对灾害进行避让的

需求，但又与现有的城市结构和居住密度、良好的海岸景

观视野、对海岸带土地的开发需求相矛盾。

1.2  日本灾害应对理念的发展沿革

由于自然灾害多发，日本在灾害应对方面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并基于历次灾害的经验教训，对其防灾减灾规划

进行调整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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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发生的阪神地震属于城市直下型地震，造成了

大量的房屋损毁和人员伤亡。其灾损特点和重建中暴露的问

题引起了政府职能部门对“住宅抗震性” “维生管线强韧性” 

“建筑物密集城区的耐火性能”等课题的思考；而重建中，

受灾社区由被动变主动，在支援者活动的支持下进行的街区

营造行动，与政府支援一同形成了“自助、共助、公助”的

支援体系，成为灾后恢复重建体系的重要力量 [4-5]。阪神地震

成为日本灾害对策范式转换的契机，从以往仅关注“遏制受

灾的能力”，发展为在关注通过技术手段实现抵御灾害冲击

的“防灾”能力的基础上，开始关注并强调充分利用社区自

助与社会共助以减少灾害带来的影响的“减灾”能力，上述

观点成为《兵库行动框架 2005—2015》的核心理念 [6]。

2011 年东日本地震引发的海啸对日本东北六县造成了大

规模的房屋损毁和人员伤亡，地震海啸的双重作用又引发了

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日本首次遭遇此种地震—海啸—核灾

害大规模复合型灾害的冲击。东日本地震的经验教训再次证

明，自然灾害的设防没有上限，因此日本在阪神地震的经验

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以“防减结合”为理念，提出了新的

海啸应对策略：对于发生频率较高的灾害应通过科学手段严

格防控；而面对如东日本地震这样千年一遇级别的广域的、

复合的、影响长期化的灾害时，更应考虑预设灾害发生的最

不利情况、划定其危险区域，保证区域内受灾者的生命安全，

充分利用社区自助能力，使其能够有效避难、尽量减少灾害

造成的损失、并从灾害中尽快恢复。以上观点成为《仙台减

少灾害风险框架 2015—2030》的核心理念 [7]，对当前具有较

高居住密度的中国珠三角海岸带如何应对较高、较严重的海

洋灾害风险具有借鉴意义。

1.3  研究内容
本文以东日本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规划对策—推广至全

国的法规政策—地方的多样化实施为脉络，摘取并分析东日

本地震后日本海岸带海洋灾害的防灾减灾关键规划对策，以

期为中国珠三角海岸带海洋灾害防灾减灾规划的制定提供

借鉴。

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东日本地震受灾地土地利用及重建

住房相关规划；基于东日本地震重建经验提出的“海啸防灾

地域建设”相关的一系列法规、方针；仙台市、东京都江东

区、大阪市针对海啸防灾地域建设制定的一系列实施性规划，

包括《仙台湾沿岸海岸保全基本规划》《东京湾沿岸海岸保

全基本规划》《大阪湾沿岸海岸保全基本规划》《水害相关的

街区建设对策》等。

1.4  研究对象在日本防灾减灾规划体系中的位置
日本的防灾减灾规划体系呈现出中央—地方的两级特征

（图 2）。包括由日本内阁府制定的指导全国的三大纲领性法

律文件（灾害对策基本法、防灾基本规划、防灾业务规划）；

基于所属地区特点，由各都道府县政府制定的县一级（与中

国省同级）地域防灾规划，以及由各市町村政府制定的市一

级的地域防灾规划。针对具体灾害形式的专项防灾减灾规划，

同样由国家级相关部门制定原则性规定，再由各都道府县、

市町村政府基于各自自然社会条件特点确定具体的实施方案。

日本基于历次重大灾害的经验教训，对防灾减灾规划

体系自上而下做出修订和调整。比如，作为本文主要研究对

象之一的《海啸防灾地域建设法》，其相关法规、方针基于

东日本地震灾后重建中关于海啸对策的实践于 2017 年提出，

是属于国家级别的专项防灾减灾规划；基于上述《海啸防灾

地域建设法》，案例城市所辖政府对其海岸带区域范围内的

一系列实施性规划作出相应调整，包括对防护设施的整备规

划、土地利用规划、建筑物建设规范等。

2  东日本地震灾后海岸带恢复重建规划中的灾害
应对

2.1  海啸 L1、L2 浸水线的设定
2011 年 3 月 11 日，东日本地震及海啸对东日本六县带

来巨大冲击。在此之前，基于 1995 年阪神地震、2004 年新

泻中越地震等极端地震灾害对技术性防范手段提出的要求，

日本在建筑抗震设防、震后木造住宅密集地区的防火等方面

的技术和对策已较为成熟。但是，东日本地震引发的海啸属

于千年一遇的级别，难以单纯通过提高物理性设防标准抵御

灾害的冲击。日本内阁府中央防灾会议提出了新的海啸灾

害应对策略。如表 1 所示，将海啸划分为 L1、L2 两个级别，

并分别提出不同的防护目标。L1 级海啸为“百年一遇的海

啸”，L2 级海啸为“千年一遇的海啸”。由 L1、L2 级别海啸

造成的浸水线分别称为 L1 和 L2 浸水线。

图 1  左：珠三角海岸带海啸风险潮位高度；右：珠三角海岸带人口
密度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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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确定土地利用对策、重建住房选址及避难路径
东日本地震及海啸的海岸带受灾地根据 L1、L2 浸水线

划定范围进行分区规划 [8]。由于 L1 级海啸发生后需保证其

堤内的生命财产安全、经济活动的继续与必要的港湾机能，

防护设施的设防标准通常由 L1 级别的海啸决定，即 L1 浸水

线与防潮堤重合、以保证堤内免受海啸的冲击。而 L2 浸水

线以外（海为外、陆为内）、L1 浸水线以内的范围，原则上

可以进行正常的居住、商业或生产活动，只要保证在灾害来

临时居民可以有效避难即可。但是，由于东日本地震引发的

海啸已经对仙台湾海岸防潮堤以内的大片地区造成了重创，

房屋损失情况严重、浸水范围内土地盐碱问题同样需要解决，

且受灾居民在心理上也难以接受他们已被损毁的住房所在地

仍旧被认为是安全的，因此，仙台湾沿岸各受灾地市町村政

府又纳入了一条 L2—2m 浸水线作为灾后土地利用和重建住

房选址的依据。L2—2m 浸水线指比经过模拟计算的千年一

遇的最严重的海啸的高度再降低 2m 的海啸造成的浸水线。

这条 L2—2m 浸水线与东日本地震引发的海啸的浸水线基本

重合。

按照受灾地政府规划，如图 3 所示，L1 及 L2—2m 线之

间的范围内受到灾害的居住类建筑，可得到政府的重建资金

支持，迁移至安全地带居住；L2—2m 线以内的区域可以进

行灾害公营住宅的建设；由于 L2 线以外的范围是千年一遇

的海啸的浸水范围，因此需在区域内设置避难塔、避难楼，

保证居民可以有效避难；而 L1 线以外的区域为堤外地，仅

进行渔港等产业设施的布置。

3  推广至全国的海岸带防灾减灾规划对策

基于上述东日本地震灾后重建中关于海啸对策的实践，

国土交通省自 2012 年起开始拟定海啸防灾地域建设的相关

草案，并于 2017 年 6 月正式发布《海啸防灾地域建设法》，

表 1  两级海啸界定方式

海啸级别定义 发生频率 防护目标

L1 级海啸：

设施供应期内发生频率较高的海啸群

数十年至数百年一回 保护生命；保护堤内生命财产；堤内经济活动继续；灾害发生后保证必要的

港湾机能

L2 级海啸：

可能发生的最大级别海啸

数百年至千年一回 保护生命；尽量减少经济损失；防止大规模的二次灾害；尽快使基础设施恢

复至原有水平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注：红字部分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图 2  日本的防灾减灾规划体系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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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海啸灾害警戒区域规划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0] 改绘

·

·

对全国具有海啸风险的地区修订相关防灾规划提供指导。

其基本原则为保证防控百年一遇灾害的防灾能力；预设最

不利灾害的危险区域，对危险区域进行土地利用规划、建

筑物建设规范，并建立预警机制、设定避难路径和避难场所，

综合利用科学建设的防灾能力与利用社区力量的减灾能力，

以应对千年一遇的灾害 [9-10]。

3.1  防灾能力：土地利用对策
L1 浸水线通常与防潮堤重合，L2 浸水线为海啸浸水预测

线（图 4）。由海啸浸水预测线围合的黄色区域为海啸灾害警

戒区域，区域内的居民在灾害发生后应能进行有效避难。灾害

警戒区域内，若灾害发生后一旦出现特定建筑物损坏、浸水会

对居民的生命或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则该建筑物所属区域被划

定为灾害特别警戒区域，即图 4 中的橙色区域。灾害特别警戒

图 3  L1、L2—2m 海啸浸水线及恢复重建规划
资料来源：作者在参考文献 [8] 基础上结合东日本地震灾后重建项目经历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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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的特定建筑物一般包括社会福利设施（例如老人养护

设施、幼儿看护设施等）、医院、学校建筑等；需要对该建筑

物所在一定范围区域内的土地开发行为和建筑物建设采取一

定的规范限制，使其具有应对海啸的安全结构形式，可以满足

省级规范制定的技术要求；其中，医院病房需满足一定比例的

地坪标高在所属区域的基准水位以上。上述灾害警戒区域（黄

色）及灾害特别警戒区域（橙色）的范围由所辖都道府县级

政府确定。在海啸灾害特别警戒区内，如果存在大面积的住房

具有浸水风险，则由市町村级政府将这类居住类建筑用地再划

分为灾害特别警戒区域内的红色区域，对住宅的规范设计做出

进一步的规范要求，比如广岛县广岛市规定，其红色警戒区内

不得建设住宅、共同住宅、宿舍、旅馆的居住部分等居住类建筑，

除非其地坪标高在 T.P.9.8 m 以上 [11]。

总结灾害警戒区域内的特定建筑物可采取的防灾对策包

括以下六种：向无浸水风险的地域迁移、抬高建筑物地坪、

设置止水板、对建筑物浸水线以下部分进行耐水化处理、将

电器设备移至浸水线以上、加入水害保险。[12]（图 5）。

3.2  减灾能力：避难对策
在海啸灾害警戒区域内，为保证灾害发生后居民可以有

效避难，需要按照人的可行避难范围设置避难场所、策定避

难路径，在平常时期对居民进行避难训练，并保证灾害预警

情报传达的通畅。

3.2.1  避难场所的设置

避难场所包括避难塔、避难楼和避难高台。避难层的标

高需在所属地区的基准水位以上。如 3.1 节所述，基准水位不

仅决定避难场所的标高高度，还决定灾害警戒区内特定建筑物

的地坪标高。基准水位的含义为波浪高度（海啸、风暴潮或者

越波）叠加受到建筑物的阻挡造成的涌浪的总高度。在具体计

算中，将灾害警戒区划分为若干个单元格（比如 10m×10m），

设施所在单元格通过模拟计算得到其基准水位高度 [13]（图 6）。

3.2.2  浸水风险预警及避难路径

日本国土交通省水管理国土保全局于 2016 年 4 月发布

了《水害危险地图做成指引》，对水灾（海啸、风暴潮、洪

水等）引起的浸水深度和对应的灾害警戒级别以及居民应当

采取的行动作出规定 [14]（表 2）。值得注意的是，当浸水深

度分别达到 0.5~3 m 和 3.0 m 以上时，高龄者和居住于首层

的居民应采取避难行动。内阁府防灾担当于 2019 年 3 月发

布了《关于避难劝告的准则》，明确了政府在灾害后应及时

发布灾害预警情报、对居民进行正确的避难劝告指示，但是

否采取避难行为由居民自行判断 [15]，这一举措更强调了在灾

害发生后居民进行自救以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的减灾意识。

由于避难路径的设定需要结合地方具体的自然社会条

件，由各市町村政府分别制定，下一章节将结合具体案例城

市的实践进行说明。

图 5  灾害警戒区域内特定建筑物可采取的对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2]绘制

图 6  基准水位定义和具体的计算方式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3]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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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浸水危险警戒级别、发布情报及应当采取的避难行为 

警戒级别 发布情报 应当采取的行动

警戒级别 5 住宅倒塌 大雨特别警报；泛滥发生情报 灾害已经发生的可能性极高，采取保护生命的最佳行动

警戒级别 4 浸水 3.0 m 以上 土砂灾害警戒情报；危险度分布（非常危险，紫）；泛滥危

险情报；风暴潮特别警报；风暴潮警报

由自治体发布避难劝告，危险范围内应采取避难措施；发布危

险度分布、河川水位情报，自行进行避难判断

警戒级别 3 浸水 0.5 m~3.0 m

（无二层）

大雨警报（土砂灾害）；洪水警报；危险度分布（警戒，红）；

泛滥警戒情报；风暴潮注意情报

避难准备 + 高龄者避难劝告；发布危险度分布、河川水位情报，

自行进行避难判断

警戒级别 2 浸水 0.5 m~3.0 m 危险度分布（注意，黄）；泛滥注意情报；大雨注意情报；

洪水注意情报；风暴潮注意情报

根据水灾危险地图，具有风险的区域确定避难场所、避难路径

警戒级别 1 浸水 0.5 m 以下 早期注意情报（警报级的可能） 需要警惕，留意最新的防灾气象情报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4]绘制并翻译

图 7  防潮堤设防高度的确定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资料 [16-18]绘制

4  地方主体海岸带防灾减灾规划的多样实践

在上述海啸防灾地域建设相关规划的基本原则基础上，

各市町村政府作为承担地区防灾的基本主体，制定具体的实

施性规划。其内容主要涉及针对防灾能力进行的防护设施的

整备，统筹利用防灾、减灾能力，制定具体的海岸带土地利

用规划、建筑物建设规范和避难对策。此外，由于案例城市

自身特点，本文对其特殊举措也进行了简述。

4.1  防灾能力：仙台湾、东京湾、大阪湾防潮堤设防标

准的确定
日本的水害相关防护设施由防潮堤—水门（补全防潮堤

被河川截断之处，具有闭锁作用）—排水机场（水门闭锁后，

防止内侧水位上升，以水泵将海水排至防潮堤外侧）构成应

对海洋浪潮冲击的第一道屏障；由内部护岸—陆闸（设于道

路处，平常时开启，危险时关闭）构成应对内部河川泛滥的

第二道屏障。其中，防潮堤的作用是最为重要的。防潮堤的

设防高度需要综合考虑海啸、风暴潮、越波等多种灾害的最

高潮位，由海湾所属市级（单个或多个市级行政区）港湾局、

水管理国土保全局、水产厅等相关机构共同制定。

东日本地震发生后，仙台湾、东京湾、大阪湾均参照《海

啸防灾地域建设法》的规定，对原防潮堤设防高度进行校验。

如图 7 所示，防潮堤的设防高度由数十年和百数十年间发生

频度较高的海啸群的设计海啸水位和叠加波浪因素后的设计

风暴潮潮位中的最高值决定。

对于东京湾来说，其风暴潮设计潮位（H2）总是大于

海啸设计水位（H1），因此，2017 年 3 月基于东日本地震的

经验重新修订的《东京湾沿岸海岸保全基本规划》主要基于

东日本地震的地震级别对防护设施的耐震等级进行了提升并

相应加固，设防高度基本沿用原有的风暴潮的设计潮位 [16]。

而仙台湾和大阪湾防潮堤不同点位的设防高度分别由设计海

啸水位（H1）与风暴潮设计潮位（H2）决定，因此分别于

2016 年和 2019 年修订的《仙台湾沿岸海岸保全基本规划》

和《大阪湾沿岸海岸保全基本规划》不仅对防潮堤进行了耐

震加固，还根据新的海啸情景模拟计算，对防潮堤部分点位

提高了设防高度 [17-18]。

4.2  防减结合：仙台市、大阪市海岸带土地利用和避难

对策
由于东京湾决定浸水深度和范围的关键因素在于风暴潮

的高度，因此，海啸防灾地域建设的推进并未对其海岸带的

土地利用和避难机制造成过多影响。因此，本章节主要以仙

台市和大阪市为例对特定的土地利用和避难对策进行说明。

4.2.1  仙台市海岸带土地利用和避难对策

仙台市在东日本地震后以灾后恢复重建为契机，对其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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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带进行了土地利用和避难规划。如图 8 所示，仙台市的灾

后重建是制定海啸防灾地域建设相关规划的原型城市之一，

其灾害警戒区域以 L2—2m 线为边界，基本等同于东日本地

震与海啸的浸水区域，大部分位于图中仙台东部道路以外的

区域 [19]。警戒区域内，其土地利用体现出明显的平行于海岸

方向分层的特征。海岸带最外层为 L1 线以外的堤外地，未

来规划为海岸公园和滨海浴场；第二层为农田及分散其中的

居住集落，比如冈田集落、蒲生集落等；在集落群之间设置

主要的机动车避难道路，根据人的行为特点划定步行者避难

路径。避难路径均垂直于海岸，向背离海岸的高地移动，又

被称为“向上跑起来吧！”（走し上がれ！），并由各社区开

展避难训练。

4.2.2  大阪湾海岸带土地利用及避难对策

继国土交通省自 2012 年起逐步拟定海啸防灾地域建设

相关草案后，大阪府于 2014 年完成并公布了《大阪府海啸

浸水预测的设定报告》，对大阪湾可能发生的最大级别的海

啸的浸水范围和深度进行了模拟计算，并得出海啸浸水预

测图（图 9）[20]。由图 9 可见，作为密集型的都市海岸地带，

其浸水深度不仅取决于距海岸线的距离，还取决于地势高

度、都市的建筑密度、与河流的距离以及排水条件。部分

紧邻海岸线的半岛区域由于地势平坦、建筑密度低，仍具

有较低的浸水深度；而即便与海岸线有一定距离，但因靠

近河流、建筑密度高、排水条件差，仍具有较高的浸水风险。

因此，在制定具体的灾害警戒区域内建筑物的建设规范时，

需紧密结合地方的自然社会条件进行。大阪市的海啸灾害

警戒区的划定与具体的实施计划目前尚在进行中 [21]。依据

现有的浸水预测图可以确定，大阪市海岸带的避难路径大

体上仍垂直于海岸、并向背离海岸的内陆移动；在部分区

域需远离河流避难。

4.2.3  特定地域条件下的特殊举措：大阪湾海岸带的分区规划

此外，与海啸防灾地域建设规划强调垂直于海岸方向分

区的土地利用、建筑物建设和避难对策相比，由于特定的地

域条件，大阪湾的海岸保全规划中还强调了平行于海岸线方

向的分区规划（图 10）。由于大阪湾处于闭锁性的水域范围

内，与仙台湾相比其水质与生物生息环境的维持具有较高难

度。因此，大阪府针对不同的海岸类型、生态和腹地特征将

海岸带横向划分为生活区、休憩区、生产与生活融合区。在

对海岸防护设施进行整备的规划中，密切结合设施点位所在

分区的特点和要求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表 3），例如不仅提

高防护设施的设防标准，还对其亲水性及其对用地周边环境

的作用作出规划设计。

图 8  仙台湾仙台市海岸带土地利用和避难规划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9]绘制

图 9  大阪湾大阪府海岸带海啸浸水预测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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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中国珠三角海岸带海洋灾害防灾减灾规划的
启示

珠三角海岸带呈现出海洋灾害风险下提高设防标准与既

有的海岸带居住密度和开发需求之间的矛盾。东日本地震后

采取的一系列防减结合的海洋灾害应对规划策略可以为此提

供借鉴。

5.1  分级应对的总体思路
珠三角海岸带应综合考虑海洋灾害风险，既包括台风引

起的风暴潮又包括由地震引发的海啸。对海洋灾害进行二级

风险评估，将灾害风险划分为在设施供应期内发生频率较高

的海啸群或风暴潮的最高潮位、可能发生的最大级别的海啸

或风暴潮的潮位两种。依据频率较高的潮位修正防护设施的

设防等级；依据最大级别潮位对土地利用与建筑物建设进行

限制，以实现有效避难并尽量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

已有资料显示，“天鸽”台风时引起的珠海外海风暴潮潮

位最高达 4.29 m，经过模拟计算测得的珠三角沿海具有较高

的 9 m以下海啸风险，珠海市沿海防护设施设计潮位在 3.11 m

甚至更低。可以初步考虑珠海市海岸带防护设施的设防标准

由风暴潮决定（4.29 m）；而海啸风险（9 m）作为划分危险

区域的标准，成为区域内土地分区利用与建筑物建设规范的

依据。

5.2  具体的实施性规划对策

5.2.1  防灾对策

（1）建成区：对海岸带建成区来说，按照上述百年一遇

的风暴潮潮位高度对已有防潮堤设进行校验，采取提升设防

标准或加固维修的措施；按照 9 m 及以下海啸风险划定海啸

风险区，对区域内特定建筑（如医院、儿童和老年人福利设

施、居住类建筑等，其使用人群对安全性具有较高要求）采

取防水对策，包括变更其居住部分的位置，提高其居住部分

的地坪，对建筑物主体结构进行耐震耐水加固处理，对其浸

水线以下区域设置防水板、止水门等，将其重要电器设备移

至高处。地坪标高标准可通过单元格基准水位高度模拟计算

确定。

（2）新区：对于计划开发的新区，可按农林水产业设施

→防潮堤→商业及工业设施→医院及养护设施→居住设施的

次序沿海岸带垂直方向分层次开发。对于新区的功能定位，

还可综合考虑海岸线及所属腹地的特点，可平行于海岸带方

向布置多样的生产与生活设施，更好地利用海岸带资源，创

造多样、宜居的城市环境。

5.2.2  减灾对策

我国目前的灾害应对策略仍侧重于防灾对策，本文基于

日本经验增加的减灾维度是完善中国灾害应对体系的关键，

也为解决珠三角海岸带提高设防标准与居住密度及开发需求

之间矛盾提供重要思路，即是否承认灾害无法完全通过技术

手段来抵抗，因此需要提升并充分发挥社区的自助力量以保

证生命财产安全，尽量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实际上，对灾

害危险区域的划定及其范围内对土地、建筑物的规定本质上

是承认了该区域内可以受到灾害的冲击，是综合考虑了减灾图 10  大阪湾海岸带的横向分区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8]绘制并翻译

表 3  大阪湾防护设施的整备点位

分区 编号 主要设施 长度 受益地域 用地性质 整备概要和实现目标

娱乐 兵库 1 护岸 130 m 西舞子—舞子台 住宅用地 确保堤岸的防护功能；地区可进行生产、生活等活动另外：可

利用；安全快捷的通路

生产生活融合 大阪 11 堤防、胸壁 1 050 m 山本町—南向阳町 住宅 / 商业 / 工业用地 提高堤防高度、增设胸壁、加强堤岸的耐震性；周边景观的调和；

都市、产业机能的调和

休憩 大阪 32 潜堤、养浜 694 m 淡轮 住宅 / 农业用地 潜堤、养浜的防侵蚀养护，增强海岸的亲水性；营造自然观察、

环境学习的海岸环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8]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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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后对防控标准的设定，本文为便于理解，仍将其划归为

防灾对策。在此基础上，总结可采取的减灾对策如下。

（1）建立灾害预警体系：在我国目前已有的包括台风、

暴雨、暴雪等气象灾害预警体系中，在对河川水量进行预警

的基础上，可根据潮位与防护设施的情景模拟计算，增设特

定地域的海啸或风暴潮的浸水风险预警机制。

（2）确定避难路径和避难场所：在灾害危险区域范围内，

预先设定避难路径，根据海岸带灾害的特点，避难方向应为

背离海岸方向、并远离入海河流的高地或内陆地区；设置避

难场所，包括高台、避难塔、避难楼，避难标高同样按照单

元格基准水位高度确定。

（3）避难教育：需要在平常时期对居民进行防灾教育，

指导居民如何正确获取灾害风险情报，并进行避难训练；根

据不同居民（如高龄者、残障人士、产妇、幼儿等需要照顾

的群体和普通群体）的行为特点，对他们应采取避难行动的

时机进行指导。

5.3  多主体协作机制
为实现上述防灾减灾相结合的海洋灾害应对策略，需要

水利、交通、住房和规划、建设等多种政府职能部门、社会

团体、社区居民的协调合作。这对于明确各部门权责、制定

多主体协作机制、预先确定行动流程等均提出要求，应予以

重视。

感谢匿名审稿人为本文提出的宝贵改进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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